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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皮肤接触对顺产产妇心理状态及母乳喂养的影响

张　蓟 、 李俊晓 、 王香枝

【摘要】目的　观察早期皮肤接触对顺产产妇情绪和首次母乳喂养成功率、泌乳时间、纯母乳喂

养率等母乳喂养指标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产科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间顺产产妇 320 例为

观察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60 例，对照组给予分娩后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给予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分娩 72h 后对比两组产妇的心理状态和母乳喂养各个指标，并对比 42d 时

两组产妇纯母乳喂养率。结果　产后两组产妇 SAS 评分、SDS 评分明显低于产前，BSES 评分明显

高于产前（P< 0.05）；产后观察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BSE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观察组产妇首次母乳喂养成功率、泌乳启动时间、72h 和 42d 纯母乳喂养率、BAT 评分

均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早期皮肤接触能够明显减轻顺产产妇的抑郁情绪，有效提高母乳

喂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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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arly skin contact on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breastfeeding of parturient during natural childbirth 
　　ZHANG Ji，LI Junxiao，WANG Xiangzhi. Zhengzhou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arly skin contact on mood and breastfeeding indicators such as 

first breastfeeding success rate，lactation time，and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rate in the parturients. Methods　320 

cases of normal partur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16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care after delivery，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arly mother-to-child skin contact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72 hours after delivery，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breastfeeding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and the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rate of the two groups at 42 day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postpartum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renatal，and the BSE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enatal

（P<0.05）.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the postpartum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BSE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first breastfeeding success 

rate，lactation start time，72h and 42d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rate，and BAT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

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Early skin contact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the depression 

of cistern parturients and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success rate of breastfeeding.

【Keywords】Early skin contact；Normal parturient women；Mental state；Breastfeeding

产 后 抑 郁 是 女 性 产 褥 期 出 现 明 显 的 抑 郁

症 状 或 典 型 的 抑 郁 发 作 ， 报 道 我 国 的 患 病 率 从

1.1％～52.1％不等［1］。母乳喂养是指用母亲的乳汁

喂养婴儿的方式，用母乳喂养能有效提高婴儿的免

疫力和智力，减少儿童期肥胖和患过敏性疾病的几

率，它带来的健康益处可以延伸至成年期［2］。如今，

临床上尝试多种方法来提高母乳喂养的成功率，并

减少围产期抑郁的发生，母婴早期皮肤接触不仅能

够促使初乳更早的分泌和新生儿早期含接、吸吮，

提高母乳喂养的成功率，还有利于母婴感情连结，

［基金项目］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联合共建项目（编号：LHGJ20191131）。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市妇幼保健院（郑州，450000）。

［第一作者简介］张蓟（1980.03-），女，河南郑州人，研究生，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妇产科护理。

［通讯作者］王香枝（Email：sfyhlb@126. com）。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3 期- 554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缓解产妇的紧张情绪，有利于产妇的心理健康。作

者观察早期皮肤接触对顺产产妇心理状态及母乳喂

养的影响，效果理想，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产科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间顺

产产妇 320 例为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160 例，对照组男婴 86 例，女婴

74 例；产妇年龄 21.7～42.3 岁，平均（32.6±5.4）岁；

胎龄 37.4～41.2 周，平均（39.6±1.2）周；胎儿出生

体重 2637～3946g，平均（3274±142）g。观察组男

婴 85 例，女婴 75 例；产妇年龄 22.3～43.5 岁，平均

（33.1±5.6）岁；胎龄 37.2～41.5 周，平均（39.2±

1.2）周；胎儿出生体重 2594～3927g，平均（3269±

140）g。两组产妇和新生儿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1）足月顺

产产妇；（2）年龄在 20～45 岁之间；（3）有意愿采

用母乳喂养婴儿；（4）同意接受观察，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1）早产或过期产的产妇；（2）围

产期保健异常的产妇；（3）出生后新生儿有异常情

况者；（3）电话随访联系不上产妇及其家属者。

1.2　方法

对照组在新生儿分娩断脐后，将新生儿放于辐

射保暖台上进行脐带消毒、清洗身上污渍，并对产

妇进行必要护理，然后将清理干净的新生儿放于产

妇腹部，戴上帽子，包上包被进行母婴接触，30min

后分开，回到病房。观察组在分娩出胎儿后，先将

新生儿放于产妇腹部进行接触，接触的同时清洗新

生儿身上的羊水污渍，戴上帽子，脐带搏动停止后

断脐。然后将新生儿移至产妇胸部，尽量增大产妇

和新生儿的接触面积，产妇两手自然拖住新生儿，

必要时给予保暖措施，母婴接触时间控制在 90min

左右，期间如果新生儿有吸吮动作出现，可进行母

乳喂养的尝试，然后回到病房。72h 后对比两组产妇

生产前后的心理状态和产后母乳喂养情况各项观察

指标，42d 体检时记录纯母乳喂养例数。

1.3　观察指标

（1）产妇心理状态：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3］和母乳喂养自我能效

量表（BSES）［4］评价产妇心理状态，：SAS 得 69 分以

上为重度焦虑，得 60 到 69 分为中度焦虑，得 50 到

59 分为轻度焦虑；SDS 得 73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得

63 到 72 分为中度抑郁，得 53 到 62 分为轻度抑郁。

BSES 包括 33 项，根据情况每项得分 1～5 分，最后

得分越高提示产妇母乳喂养自信心越高。（2）母乳喂

养情况：分别记录每位产妇的首次母乳喂养成功率、

泌乳启动时间、纯母乳喂养率和母乳喂养测量工具

（BAT）［5］：BAT 分别观察新生儿吃奶的状态、接触乳

房时的表现、吸吮情况和含接乳头的情况，每项可

得分 0～3 分，得分 8 分以上提示母乳喂养成功。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表示，χ2 检验。P<0.05 时说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心理状态对比

两组产妇产前 SAS 评分、SDS 评分、BSES 分

无统计学意义（P>0.05）；产后两组产妇 SAS 评分、

SDS 评分明显低于产前，BSES 评分明显高于产前

（P<0.05）；产后观察组 SAS 评分、SDS 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BSE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2.2　两组母乳喂养指标对比

观察组产妇首次母乳喂养成功率、泌乳启动时

间、72h 和 42d 纯母乳喂养率、BAT 评分均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产妇心理状态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BSES评分

产前 产后 产前 产后 产前 产后

对照组 160 61.35±7.61 53.78±5.84▲ 65.43±8.49 57.28±6.35▲ 91.73±8.34 105.29±10.37▲

观察组 160 62.57±7.72 47.36±5.16▲ 66.37±8.64 51.31±5.85▲ 90.85±8.16 114.82±11.71▲

t 1.4236 10.4205 0.9816 8.7463 0.9540 7.7067

P 0.0778 0.0000 0.1635 0.0000 0.1704 0.0000

注：与产前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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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母乳是婴儿的第一天然食品，它为婴儿出生后

最初几个月提供了所需的能量和营养素［6］。母乳喂

养有利于婴儿的健康成长，还可以增进母子间感情，

有利于产妇身体和心理健康，促进产后恢复［7］。母

乳喂养评价指标包括首次母乳喂养成功率、泌乳启

动时间、纯母乳喂养率和 BAT 评分。产后抑郁多数

在产后 4 周内表现出相应症状［8］，严重影响产妇的恢

复和婴儿的喂养［9］。早期皮肤接触是指胎儿娩出后

尽早将未包裹的新生儿放在母亲裸露的胸腹部，与

母亲直接接触，无需用衣服或者毯子隔开皮肤，产

妇采取合适的姿势，让新生儿自主含乳［10］。早期皮

肤接触无论是对婴儿还是产妇都会带来好处，接触

可以让婴儿的生命体征更加稳定，提升婴儿的血糖

和体温，自主含乳使新生儿接触有益菌，促使婴儿

体内正常菌群的建立。对于产妇而言，早期接触有

助于子宫回缩，促进产妇身体的恢复和泌乳，提升

纯母乳喂养婴儿的概率，增加母子间感情交流，减

少婴儿哭泣，缓解产妇紧张情绪，降低抑郁情绪出

现的可能［11］。

本研究发现，产后 72h，观察组首次母乳喂养成

功率、泌乳启动时间、纯母乳喂养率和 BAT 评分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42d 随访观察组纯母乳喂养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说明早期皮肤接触能有效提高母乳喂

养的成功率。早期皮肤接触自主含乳可有效刺激产

妇乳头，使迷走神经兴奋，促进泌乳素产生，尽快

分泌乳汁，缩短泌乳启动时间，提高首次母乳喂养

的成功率。早期接触也可有助于缓解产妇紧张的情

绪，同样有助于尽早泌乳，提高母乳喂养的成功率。

梁秋霞等［12］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一致。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产妇产后 72h 的各项评价

优于产前。说明围产期常规护理可有效缓解产妇的

不良情绪。产后 72h 观察组 SAS、SDS、BSES 各项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可以

有效缓解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增强产妇自信心。

早期母婴皮肤接触可以放松产妇心情，使母婴尽早

建立情感联系，调节体内神经递质水平，有效缓解

焦虑、抑郁情绪。早期接触大大缩短泌乳启动时间，

增加首次母乳喂养的成功率，也能起到改善产妇心

理状态的作用，增强产妇母乳喂养婴儿的自信心，

提高 BSES 评分，消除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田鸾

英［13］观察早期皮肤接触对剖宫产产妇 BSES 评分的

影响，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嵇瑾［14］观察皮肤接触对

产妇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必须指出的是，导致产后抑郁的因素有很多，遗传

因素、神经生化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都对产后抑郁

有明显的影响，其它因素可能会对本研究的干预手

段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是在

产后 72 h 进行，其它因素对心理状态的影响不明显。

本研究对心理状态的观察没有进行后续随访，以后

需要收集病例，继续观察。

综上所诉，早期皮肤接触能够有效缩短顺产产

妇泌乳启动时间，提高母乳喂养的成功率，缓解产

妇焦虑、抑郁情绪，提高母乳喂养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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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机体创伤愈合。家庭支持系统可为患者提供喜好

口味的饮食，增进食欲，确保足够的营养供给，利于

患者术后康复［15］。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均接受骨折

内固定手术或者阑尾炎切除术外科手术，研究组患

者手术延期愈合概率及二次手术几率均低于对照组

（P<0.05），进一步证明积极的护理干预对促进患者

机体康复的积极作用。分析延期愈合状况，会发现患

者存在骨质疏松症状，特别是长期住院患者，久居于

封闭的医疗环境中，户外活动及阳光的照射不足、功

能锻炼缺失。家庭支持系统护理下，患者家属可在病

情允许的情况下带患者参与户外散步，可促进患者心

情愉悦，利于机体康复。 

综上所述，对精神分裂症合并外科手术患者术

后康复中给予家庭支持系统护理，可有效促进患者

术后康复，提升患者 QOL 评分，还能降低患者精神

病理症状评分，利于术后恢复，可考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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